
MODEL 3
緊急應變指南 

本指南僅適用於經過培訓和認證的救援人員以及緊急應變人員。本指南假設讀者完全瞭解安全系統的運作方式，並且已完成安全處理救援情況的適
當訓練和認證。因此，本指南僅提供瞭解並在緊急情況下安全處理全電動 Model 3 所需的特定資訊。本指南介紹了如何識別 Model 3，同時提供
其高電壓部件、安全氣囊、充氣缸、安全帶預緊裝置以及車身結構所使用之高強度材料的位置和說明。本指南還包含 Model 3 專用的高電壓停用
程序以及任何安全注意事項。未遵守建議的安全做法或程序可能導致嚴重傷亡。

高電壓電池是主要能量來源。Model 3 沒有傳統的汽油或柴油引擎，因此也沒有油箱。本指南中的影像可能與您所使用的車輛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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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指示
本文件包含在緊急情況下處理 Model 3 時必須遵循的重要指示和警告。

附註：本文件中的圖片為北美地區的左駕 (LHD) 車輛。除非另有指示，否則對照的均為右駕 (RHD) 車輛。

附註： Model 3 僅在北美地區才配備安全氣囊。

警告
警告 務必在切割 Model 3 時使用液壓切割器等正確工具，並始終穿戴適當的個人保護設備 (PPE)。未遵循這些說明可能會導致嚴重傷亡。

警告 不論您使用何種停用程序，務必假設所有高電壓部件處於通電狀態。切斷、損壞或觸摸高電壓部件都可能導致嚴重傷亡。

警告 實施停用之後，高電壓電路需要 2 分鐘時間來完成放電。

警告 輔助保護裝置 (SRS) 控制單元配有備用電源供應器，其放電時間大約為 10 秒。在安全氣囊和預緊裝置動作後的 10 秒內，不得觸摸 SRS 控制單
元。

警告 若在處理淹沒車輛時未穿戴適當的 PPE，可能導致嚴重傷亡。

警告 如果發生火災，則認為整個車輛處於通電狀態。務必穿戴全套 PPE，包括獨立的呼吸裝置 (SCBA)。

警告 切斷緊急應變迴路時，應使用雙切方法以拆卸整個部分。這可消除切割電線意外重新連接的風險。

警告 切勿在後輪位於地面時運送車輛。這會導致重大損壞與過熱。在極少見情況下，嚴重過熱可能引燃週遭元件。

重要安全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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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誌與門把手
Model 3 可透過其 Tesla 標誌以及形狀獨特的門把手識別。

附註: Model 3 的後行李箱 RH 側可能有 DUAL MOTOR (雙馬達) 標章，表示車輛配置為雙馬達 (全輪驅動)。

標誌與門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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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識別號碼 (VIN)
Model 3 可透過其 VIN 識別。透過駕駛座側的擋風玻璃，可以看到位於儀表板頂部的刻印板。 Model 3 透過第四個字母位置上的「3」來識別。

車輛識別號碼 (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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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控螢幕
Model 3 可透過其「橫向」安裝的 15 英吋 (38 公分) 的觸控螢幕來識別。

觸控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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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電壓部件

1. 空調壓縮機
2. 前驅動單元 (如有配備)
3. 車廂加熱器
4. 高電壓電池
5. 高電壓電池配電盤
6. 後輪驅動單元
7. 高電壓電纜布設
8. 充電埠

高電壓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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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電壓電池
Model 3 配有安裝在地板下的 400 伏鋰離子高電壓電池。從車輛底部抬起車輛時，切勿破壞高電壓電池。使用救援工具時，請特別注意確保不要破壞地
板底盤。請參閱 舉升車輛 頁碼 23 獲得如何正確抬起車輛的說明。

附註: 以下影像顯示的是雙馬達車輛。沒有前輪驅動單元的車輛類似。

高電壓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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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電壓纜線
高電壓纜線以橙色顯示。

附註: 以下影像顯示的是雙馬達車輛。沒有前輪驅動單元的車輛類似。

高電壓纜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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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動單元
後驅動單元位於兩個後車輪間，前驅動單元 (如有配備) 則位於兩個前車輪間。驅動單元會將來自高電壓電池的直流電 (DC) 轉換為 3 相交流電 (AC)，供
驅動單元用於為車輪提供動力。

附註: 以下影像顯示的是雙馬達車輛。沒有前輪驅動單元的車輛類似。

驅動單元

電動車元件 9



12 伏電池
除高電壓系統之外，Model 3 配有低電壓電力系統。12 伏電池運作 SRS、安全氣囊、車窗、車門鎖、觸控式螢幕和車內外燈。高電壓系統會為 12 伏電
池充電，12 伏電池為高電壓接觸器供電，使高電壓電流可以流入和流出高電壓電池。12 伏電池 (如紅色所示) 位於前蓋和塑膠檢修口蓋板下方。

附註: 以下影像顯示的是雙馬達車輛。沒有前輪驅動單元的車輛類似。

12 伏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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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動全部四個車輪。
Model 3 移動時靜默無聲，因此切勿認為其已關閉電源。駕駛人可以選擇一項設定，決定在選擇前進檔 (D) 時 Model 3 是否慢行。如果此設定關閉，在沒
有踩下加速踏板時即使已切換至前進檔 (D) 或倒車檔 (R)，Model 3 也不會移動。但是，切勿假設 Model 3 不會移動。始終止動全部車輪。

切換至停車檔
Model 3 移動時靜默無聲，因此切勿認為其已關閉電源。如果作用中檔位是前進檔 (D) 或倒車檔 (R)，即使是輕輕按壓加速踏板，也會導致 Model 3 快速
移動。若要確保手煞車已啟用，按下排檔桿末端的按鈕切換至「停車擋 (P)」。當 Model 3 處於停車檔時，手煞車會自動啟用，並且觸控螢幕會將作用中
檔位顯示為停車檔 (P)。

止動全部四個車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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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人員切斷迴路
緊急應變迴路為低電壓線束。切斷緊急應變迴路將關閉除高電壓電池以外的高電壓系統，並停用 SRS 及安全氣囊部件。請參閱 切斷緊急應變迴路 頁碼
13 取得有關如何找到並切斷該緊急應變迴路的說明。

附註: 以下影像顯示的是雙馬達車輛。沒有前輪驅動單元的車輛類似。

警告 不論您使用何種停用程序，務必假設所有高電壓部件處於通電狀態。切斷、損壞或觸摸高電壓部件都可能導致嚴重傷亡。

緊急應變人員切斷迴路

12



切斷緊急應變迴路
切斷緊急應變迴路時，應使用雙切方法以拆卸整個部分。這可防止電線意外重新連接。

1. 開啟前蓋。請參閱 開啟前蓋 頁碼 27 獲得相關說明。

2. 將檢修口蓋板 向上拉以鬆開固定的夾子，即可將其拆卸。

切斷緊急應變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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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雙切緊急應變迴路 (以紅色顯示)。

切斷緊急應變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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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氣囊
安全氣囊所在的概略區域如圖所示。安全氣囊警告資訊列印於遮陽板上。

附註： Model 3 會在安全氣囊動作後停用除高電壓電池外所有部件和纜線的高電壓。

附註：圖示為北美地區左駕車輛。在右駕車輛中，客座和駕駛座位置相反。

1. 膝部安全氣囊 (僅限北美地區車輛)
2. 前安全氣囊
3. 椅內式側安全氣囊
4. 窗簾式安全氣囊

警告 SRS 控制單元配有備用電源供應器，其放電時間大約為 10 秒。在安全氣囊和預緊裝置動作後的 10 秒內，不得觸摸 SRS 控制單元。

安全氣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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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氣囊充氣缸
安全氣囊充氣缸 (如紅色所示) 位於後門上方車頂附近。

警告 SRS 控制單元配有備用電源供應器，其放電時間大約為 10 秒。在安全氣囊和預緊裝置動作後的 10 秒內，不得觸摸 SRS 控制單元。

安全氣囊充氣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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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椅安全帶預緊裝置
座椅安全帶預緊裝置 (如紅色所示) 位於 B 柱底部。

警告 SRS 控制單元配有備用電源供應器，其放電時間大約為 10 秒。在安全氣囊和預緊裝置動作後的 10 秒內，不得觸摸 SRS 控制單元。

座椅安全帶預緊裝置

安全氣囊與部件 17



加固物與超高強度鋼
Model 3 經過加固，可在發生碰撞時保護乘客安全。切割或破壞這些區域時必須使用適當工具。加固物在下方以藍綠色顯示。

警告 務必在切割 Model 3 時使用液壓切割器等正確工具，並穿戴適當的 PPE。未遵循這些說明可能會導致嚴重傷亡。

警告 不論您使用何種停用程序，務必假設所有高電壓部件處於通電狀態。切斷、損壞或觸摸高電壓部件都可能導致嚴重傷亡。

加固物與超高強度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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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切割區域
Model 3 包含一些禁止切割區域，這是因為存在高電壓、氣壓棒、SRS 部件或其他危險物。切勿切割或破壞這些區域。否則可能會導致嚴重傷亡。禁止切
割區域以粉色顯示。

附註: 以下影像顯示的是雙馬達車輛。沒有前輪驅動單元的車輛類似。

警告 務必在切割 Model 3 時使用液壓切割器等正確工具，並穿戴適當的 PPE。未遵循這些說明可能會導致嚴重傷亡。

警告 不論您使用何種停用程序，務必假設所有高電壓部件處於通電狀態。切斷、損壞或觸摸高電壓部件都可能導致嚴重傷亡。

禁止切割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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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或部分淹沒車輛
Model 3 泡水車的處理方式與其他淹沒車輛相同。Model 3 不會因車身浸沒在水中而產生更大的電擊風險。但在處理淹沒車輛時仍應穿戴適當的 PPE。將
車輛從水中拉出，然後繼續進行一般高電壓停用操作。

警告 若在處理淹沒車輛時未穿戴適當的 PPE，可能導致嚴重傷亡。

推壓地板底盤
高電壓電池位於地板底盤下方。切勿在 Model 3 內時推壓地板底盤否則可能會破壞高電壓電池或損壞高電壓纜線，導致嚴重傷亡。

完全或部分淹沒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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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措施
使用水柱撲滅高壓電池火情。如果電池著火、暴露在高熱量環境中或者正在散發熱量或氣體，可使用大量水為電池降溫。您約需將 3,000 加侖 (11,356 公
升) 的水直接噴灑在電池上才能完全滅火或冷卻電池火源；請務必準備或要求額外供水。如果無法即時獲得水源，在有水可用之前，可使用乾粉、CO2、
泡沫或其他一般滅火設備來滅火。

直接向電池灑水。若安全情況允許，請舉升或傾斜車輛以便更容易接觸到電池。請僅在電池於自然情況下外露時再灑水至內部 (例如通風孔或碰撞造成的
開口)。請勿為了冷卻而打開電池。

不涉及高電壓電池的小規模火災可使用一般車輛消防程序加以撲滅。

在檢修期間，請勿與任何高電壓部件接觸。務必使用絕緣工具進行檢修。

熱量和火焰可能損害安全氣囊充氣裝置、儲備的充氣缸、氣壓棒等某些部件，進而導致意外爆炸。請在進入熱區之前適當拆卸相關部件。

電池火災可能需要最多 24 小時才能熄滅。可以考慮讓電池燃燒，期間要對暴露人員採取防護措施。

所有火焰和煙霧明顯減弱後，可以使用熱影像處理攝像機來量測高電壓電池的溫度，並監控加熱或冷卻的趨勢。高電壓電池沒有火焰、煙霧或熱量的時間
至少要達到一小時，才能將車輛交給第二反應人員 (例如執法、車輛運輸人員等)。將車輛交給第二反應人員或離開事故現場前，電池必須完全冷卻。務必
告知第二反應人員，電池可能會發生重燃。

第二種回應方式是您可以選擇傾斜或重新擺位車輛來排出車中多餘的水。此操作可降低可能再次起火的機率。

由於存在再次起火的風險，已泡水、著火或碰撞 Model 3 而導致高電壓電池受損之後，須將其存放在開放區域，並且與任何暴露人員距離至少 50 英尺
(15 公尺)。

警告 如果發生火災，則認為整個車輛處於通電狀態。始終穿戴全套 PPE，包括 SCBA。

消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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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電壓電池 - 火災損壞
燃燒或加熱的電池會釋放毒氣。這些毒氣可能包括揮發性有機物、氫氣、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煙灰、包含鎳、鋁、鋰、銅、鈷氧化物的顆粒物以及氟化
氫。反應人員應始終穿戴包含 SCBA 在內的全套 PPE 來自我保護，並採取適當措施來保護事故下風向的居民。請使用噴霧流或正壓通風機來引導煙霧和
毒氣的流向。

高電壓電池由鋰離子電池組成。這些電池被認為是乾燥電池。如果受損，只會洩漏一小部分液體。鋰離子電池液顏色透明。

高電壓電池以及驅動單元均採用一般乙二醇型汽車冷卻液進行液體冷卻。如果受損，此藍色冷卻液可能會從高電壓電池流出。

高電壓電池受損時，可能會使電池快速發熱。如果您發現高電壓電池冒煙，應視為電池正在發熱，並立即按照消防措施 頁碼 21 中的步驟進行操作。

高電壓電池 - 火災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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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升區域
高電壓電池位於地板底盤下方。底盤的大部分均由高電壓電池所占據。舉升或穩定 Model 3 時，請僅使用指定的舉升區域 (以綠色所示)。

警告 請僅在緊急應變人員已受過訓練並具備美國消防協會 (National Fire Protection Association, NFPA) 技術人員層級的資格，同時熟悉車輛的舉升點
時，才可進行舉升或操控車輛。請在舉升或操控車輛時，謹慎處理以確保您不會接觸到高電壓電池或其他高電壓元件。

警告 請勿使用高電壓電池區域來舉升或穩定 MODEL 3。

適當的舉升區域

Model 3 的安全穩定點位於側邊

高電壓電池

舉升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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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車外開啟車門
若要從車外開啟 Model 3 車門，向內按下門把手的較寬部分，然後將車門拉開。

附註：如果門把手不工作，請使用車窗內的機械式解鎖把手來手動開啟前車門。請參閱在電池沒有電力的狀況下開啟前車門 頁碼 26。

由車外開啟車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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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池有電力的狀況下由車內開啟車門
若要在 12 伏電源啟用的情況下由車內開啟 Model 3 車門，請按下門把手附近的按鈕。

在電池有電力的狀況下由車內開啟車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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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池沒有電力的狀況下開啟前車門
若要在 12 伏電源未啟用的情況下由車內開啟 Model 3 前車門，請提起車窗開關附近的機械式解鎖把手。

附註：僅前車門配有機械式解鎖把手。

在電池沒有電力的狀況下開啟前車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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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前蓋
Model 3 沒有傳統的內燃機引擎。因此，一般用於容納引擎的區域可用作額外儲存空間。Tesla 將此區域稱為「前行李箱」。

若要在啟用 12 伏特電源時開啟前蓋，請輕觸觸控螢幕上相關的「開啟」按鈕。

在沒有 12 伏電源時開啟前蓋：

注意：若 Model 3 能夠提供 12V 電力，則使用以下方式將無法開啟前行李箱。

1. 找到外部 12 伏電源。
2. 用力按下環蓋的右上邊緣直到樞軸向內旋轉，之後輕輕將翹起的部分往您的方向拉動，即可釋放拖吊環蓋。

開啟前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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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從拖吊環開口處拉出兩條電線，露出車輛側接線端子。

4. 將外部 12 伏電源的紅色正極 (+) 纜線與紅色正極 (+) 車輛側接線端子連接。

開啟前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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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將外部 12 伏電源的黑色負極 (+) 纜線與黑色負極 (+) 車輛側接線端子連接。

6. 開啟外部電源供應器 (請參閱外部電源供應器製造商的說明)。前蓋閂鎖會立即開啟，您現在可以打開前蓋來使用前行李箱。
7. 從黑色負極 (+) 纜線開始，斷開兩個外部電源供應器纜線。

開啟前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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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行李箱
使用以下其中一種方法可開啟行李箱：

• 輕觸觸控螢幕前行李箱相關的 上的「開啟」按鈕。
• 按下位於行李箱外把手下方的開關。

開啟行李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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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車輛
警告 以下說明僅適用於為了改善交通安全而需要在非常短的距離內移動 Model 3 的情況：請參閱觸控螢幕上的「車主手冊」或手套箱中的「道路救援
指南」以獲得運輸 Model 3 的相關說明。保固範圍不涵蓋因運輸車輛所造成的損害。

警告 在 Model 3 未處於空檔 (N) 或運輸模式時推動車輛，可能導致後馬達過熱以及潛在觸電風險 (若電子元件外露)，即使緊急應變迴路已中斷連線也
一樣。

當發生火災或高電壓接觸 (例如車輛在交叉路口停止後無法加速) 的可能性很小且存在 12V 電源的狀況下，可以快速推動 Model 3 以便清理道路。如果駕
駛人在車內，只需將 Model 3 切換至空檔 (N)，即可推動車輛。如果駕駛人不在車內，即使車輛先前已切換至空檔 (N)，當 Model 3 偵測到駕駛人未在車
內時，車輛仍會自動切換至停車檔 (P)。

若要在駕駛員不在車內時使 保持於空檔狀態 (即鬆開手煞車並使車輛可以被推動)，請使用觸控螢幕來啟動 Model 3 運輸模式：

1. 請確保 Model 3 處於停車檔 (P)。
2. 踩住煞車踏板接著在觸控螢幕上輕觸「控制」「服務」>「牽引」。
3. 按住運輸模式按鈕，直到其顯示藍色。 Model 3 現在處於自由滑行狀態，可緩慢滑行或 (不會比步行速度快) 以絞盤拖拉。

附註： Model 3 必須偵測到附近鑰匙且具備 12V 電源才可啟動「運輸模式」。

若要取消運輸模式，請將 Model 3 切入停車檔 (P)。

附註：「運輸模式」會在 Model 3 滑行速度高於 5 英里/小時 (8 公里/小時) 或 12V 電源不足時自動取消並作動手煞車。Model 3 會在運輸模式即將取消時
鳴響喇叭。

附註: 如果 Model 3 無法偵測到鑰匙 (已驗證的智慧型手機或鑰匙)，則「運輸模式」會顯示為灰色且運輸模式無法啟用。請聯絡 Tesla 道路救援。

附註: 如果 Model 3 沒有 12V 電力供應，則觸控螢幕將無回應。請使用外部的 12V 電力開啟前蓋，並借電發動車輛的輔助 12V 電池。請參閱手套箱中的
「道路救援指南」(觸碰「控制」>「手套箱」) 或聯絡 Tesla 道路救援來獲得相關指示。

推動車輛

推動車輛 31



高電壓標籤範例
下圖為高電壓部件上的標籤範例。請注意，視市場區域和車輛製造日期而定，標籤可能變更或轉譯為其他語言。

附註：較新款車輛可能不會出現高電壓標籤。請勿依賴標籤對高電壓元件的警告。請務必假定所有高電壓元件都已通電。

警告 並非每個高電壓部件都貼有標籤。切割 Model 3 時，請務必穿戴適當的 PPE。未遵循這些說明可能會導致嚴重傷亡。

高電壓標籤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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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
處理緊急情況的第一應變人員與第二應變人員應致電 Tesla 道路救援。請參閱 https://www.tesla.com/roadside-assistance 以取得適用號碼。

第一應變人員與受訓專員如有問題，請聯絡 firstrespondersafety@tesla.com。

聯絡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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